
■香港投資推廣署鼓勵福建企業以香港為「跳板」，拓展

國際市場。圖為投洽會上的香港館。 記者米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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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簽33項目
涉11.35億美元

閩商百強榜 郭鶴年居首

廈門思明20重大項目開工

投推署促閩企藉港「跳板」外拓

華資成歐復甦「強心針」
歐元之父：中國助全球經濟復甦作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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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新聞專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黃瑤瑛、翁舒昕 廈門報道）有

「歐元之父」之稱的羅伯特．蒙代爾昨日在廈門舉行的第16屆中

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簡稱「投洽會」）上指出，中國穩定的貨

幣匯率和經濟持續發展將為全球經濟復甦起到巨大推動作用。據

悉，以歐洲國家為主的超過20個國家和地區將在本屆投洽會上舉

辦投資環境說明會，以期在經濟復甦道路上，吸引中國資本的強

勢加入。

包括德國、匈牙利、英國等歐洲
國家，均在投洽會期間安排了

專場推介會或派遣高級別代表團參
會。匈牙利前總理邁傑希．彼得作為
該國代表出席「國際投資論壇」時，
就特別介紹了目前正在中東歐進行的
一個「中國品牌交易中心」項目，主
要功能在於促進中國高質量的品牌產
品進入中東歐市場。

丹麥主推優良營商環境
丹麥貿易與投資大臣皮婭．奧爾

森．迪赫爾則強調，從2008年開始，
中國就是丹麥在歐洲之外最大的貿易
夥伴。「我們的資源和實力創造了一
個很好的商業環境，吸引了很多的外
國投資者，我們可以提供一個很好的
平台，幫助外國投資者開拓業務。」
在有限的發言時間裡，迪赫爾一攬子
介紹了低通脹、低負債等優勢，並特
別提及華為公司在丹麥不斷擴大的業
務。
同時，跨國企業在華投資信心有增

無減。法國迪卡儂（Decathlon）中國
公司華南區總監簡偉基接受本報採訪
時表示，目前在「金磚五國」中，集
團對中國的投資遠高於其餘4國，這
是整個集團的投資趨勢。迪卡儂目前
在中國擁有44家商場覆蓋20個城市，
近兩年將陸續在瀋陽、廈門、貴陽、

武漢、重慶等地開店，預計到2015年
總數將超過150家。

埃克森增資閩石化項目
美國埃克森美孚投資的福建聯合

石化增資項目、德國贏創投資的南
平贏創嘉聯白炭黑增資項目等兩個
跨國公司在投洽會首日與福建企業
敲定了合作項目，當天，福建省代
表團共簽約40項。總投資97.8億美
元，擬利用外資36.5億美元，交流合
作協議1項。
中國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馬凱

在開幕致辭上提出，經濟最困難的時
刻往往也是創新最密集，變革最活躍
的孕育期，因此希望各國政府和投
資者都能敏銳捕捉國際金融危機中
的新機遇，保持對世界經濟前景信
心。同時，他亦希望世界各國能夠
促進投資的便利化，秉承開放精神，
反對保護主義，為企業營造更好的投
資環境。

蒙代爾料中國可保持增速
蒙代爾認為，雖然中國經濟增速放

緩但「時間不會太久」。他稱，目前
中國的城市化率達到世界平均值
50%，但中國希望是接近80%，而城
市化必然帶動經濟增長，未來保持增
速不是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艷芳 廈門報道）第16屆
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期間，廈門市思明區同時
開工了20個總投資約165億的重大項目，這些項目
包括高端城市綜合體、金融總部、五星級酒店、商
務運營中心、高端寫字樓等。其中包括福建省內單
體面積最大，集商務、證券、保險、期貨、休閒娛
樂等配套功能於一體的金融綜合體—海西金谷廣
場等。
中共思明區委書記游文昌表示，此次百億項目開

工是思明區落實綜合配套改革， 力「高、新、特」
產業發展方向，建設海峽西岸重要的金融服務中
心、商務營運中心、消費購物中心、旅遊集散中心
的集中體現，也是廈門市「提升島內」戰略的重要
成果。

海外華商聚焦廈泉漳同城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來自27個

國家和地區的500餘名海外華商昨日聚首廈門，出席
第六屆海外華商中國投資推介會。
與往年側重於中國中西部城市的推介不同，今年

推介會以「同城合作，互利共贏」為主題，關注福
建省廈門、泉州、漳州的同城化建設，邀請馬來西
亞知名華商李深靜、香港海星國際集團董事長于志
強、中科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陳雯等進
行對話互動，為三地同城化建言獻策。

蘇樹林邀客商品茗遊福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舒婕 廈門

報道）在投洽會歡迎晚宴上，福建省
長蘇樹林熱情邀請客商赴閩投資興業
之餘，以自己作的詞賦《武夷茶道》
介紹起福建歷史悠久的茶文化。「我

來福建後，也學習喝茶、泡茶，學習茶文
化。」
蘇樹林向嘉賓們建議，論壇結束之後不

要急 離開，福建還有很多地方值得大家
去看一看。「鼓浪嶼是一個非常有情調的
地方，可以聽濤聲，也可以聽鋼琴聲。」
蘇樹林又提議大家可去武夷山一遊。他

說，武夷山是世界自然遺產地，大家如果
感到疲勞可以去那裡休息，負氧離子非常
高，回來以後一定會精神煥發。如果心情
不好也可以去武夷山，在那裡不會感覺到
有任何愁事。
「世界上最好的茶也在武夷山，比如大

紅袍，還有現在非常走俏的金駿眉。好的
金駿眉現在幾萬元錢一斤。」蘇樹林不無
幽默地提醒嘉賓，「如果誰送給大家金駿
眉，一定要留下自己喝，送你的人一定很
夠朋友」。對於蘇樹林的幽默，嘉賓們報
以熱烈的掌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

道）亞太區地緣的複雜直接導致了供應
鏈的高成本低效率。在廈門舉行的第二
屆亞太物流與供應鏈創新發展論壇上，
業界與專家提出，進一步增強亞太物流
供應鏈協作迫在眉睫，這將幫助企業降
低交易成本。

增強企業競爭力
中國貿促會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于

曉東指出，從企業層面而言，亞太物流
供應鏈合作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提高
產品質量和管理效率，從而加強企業的
競爭力。他還提到，由於中國的貿易中
大約一半是加工貿易，與供應鏈問題相
關度很高。加上當前中小企業面臨融資
困境、發展受阻的情況，如果這些企業
能夠積極利用供應鏈聯通關係，推動自
身企業升級，可能有利於中國企業更好
地融入亞太乃至全球生產鏈。
「創造價值不再是商人唯一的平

台」，歐盟物流協會會長馬瑞納斯在與
會時表示，供應鏈的全球協作不是尋求
局部優化，而是在為消費者提供好的服
務的基礎上降低成本，為整個供應鏈增
值。

亞太區物流遜歐美
相比歐美等區域，亞太地域性的結構

和體系要複雜得多，這包括民族文化和
語言上的差異、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均、
管理法規和基礎設施環境的不統一等，
每一個因素都給供應鏈帶來挑戰。據

悉，目前正在俄羅斯舉行的APEC會議亦將「建立可
靠的供應鏈」列為重要議題之一。業內人士分析指
出，全球形成的歐洲、北美及亞太三大經濟體中，
亞太區的物流水平要低於另外兩個區域。除了日韓
兩國外，亞太地區多數國家在物流成本及效率方
面，已被歐美國家遠遠甩在了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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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廈門報道）香港投
資推廣署昨日在廈門舉行「立足香港 邁向國際」
——利用香港服務業優勢開拓國際市場研討會，助
理署長鄧仲敏向參會內地企業介紹香港的營商環境
與產業優勢，並鼓勵福建企業以香港為「跳板」，
打造品牌，積極拓展國際市場。

港多項優勢助內企「走出去」
鄧仲敏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香港是

國際首屈一指的商業和金融中心，全球超過3,700
家公司選擇在香港成立地區總部或地區辦事處。香
港對外來投資進入本土市場不作限制，訊息和資金
自由流通，稅制簡單和稅率低、經濟基本因素強
勁，公務員隊伍廉潔高效，基礎設施先進完善，再
加上獨特的地理位置，自然成為內地企業通往全球

的天然「踏腳石」。
但她同時亦表示，從多年的實踐來看，內地企業

在「走出去」的時候，通常會遇到四大挑戰：籌集
資金和融資能力、掌握海外市場訊息的能力、法律
系統方面如何與國際市場接軌的問題、提升企業管
治能力，而香港的優勢正好可以幫助內地企業應對
挑戰。
談及中國企業期待海外融資帶來新的發展與機

遇，鄧仲敏表示，香港在全球的資本市場中擔當重
要的角色，首次公開招股集資額更是連續3年高踞
世界第一。香港亦是內地企業最大的國際集資中
心，2011年在香港融資前5位的首次公開招股中，
有兩家是來自內地的企業。她認為，內地生產商和
供應商可以利用香港為平台，展示產品，了解國際
潮流和品位，藉此拓展商機，發展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翁舒昕 廈門報道）

福建省三明市在第16
屆投洽會上共達成33
個投資合同和意向項
目，總投資11.35億美
元，擬利用外資7.98
億（美元，下同）。
主要針對冶金及壓延
加工業、機械和汽車
零配件產業、林產加
工業、礦產加工業、
生物醫藥等「4+1」產業集群。
三明市長鄧本元早些時候接受

採訪時表示，三明 力提升城市
綜合競爭力，同時加大投資環境
的建設力度，令投資客商的滿意
度和美譽度提升。海西三明生態
工貿區被列為全省十大新增長區
域之一，位於三明市中部核心的
「黃金帶」上，涵蓋28個鄉和街
道，規劃面積3,157平方公里，
歡迎有識之士投資興業，拓展合
作領域。

永安市料落實16項目
另據記者了解，三明市下轄的

永安市落實可望簽約項目16個，
涉及汽車產業、文化產業、紡織

產業，合同利用外資3,709萬
元。永安市招商組表示，他們已
提前積極聯絡客商，有針對性地
做好項目對接，以提升整個產業
結構調整的科技含量和發展速
度。
尤溪縣亦充分利用投洽會平

台，推行「走出去，請進來」戰
略，瞄準光電、花卉、生態、林
產等新興產業。據悉，在已落實
的3個項目中分別是新加坡聯興
(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投資3,000萬
元的LED光電項目，大華蓄電池
(香港)有限公司投資1,000萬元的
LED光電產品生產線擴建增資項
目以及總投資1,000萬元的台資
蘭花種植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 廈門

報道）在廈門舉行的第三屆閩商論壇

首次發佈《閩商百強榜》。籍貫福州

的郭氏兄弟集團、嘉里集團董事長郭

鶴年以790.2億元（人民幣，下同）

身家，位居閩商全球榜的首位，其後

分別是香港信和集團、新加坡遠東機

構的黃志祥、黃志達家族以及SM企

業集團的施至成家族。

在中國榜部分， 安（1044）的許

連捷以362.6億高居中國大陸首位，

曹德旺家族則以年捐贈36.4億元榮膺

《2012閩商慈善榜》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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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藥是三明市重點發展的新型工業

之一。

■郭鶴年位居全球閩商榜首。圖為今年7月，福建省

長蘇樹林(右)會見郭鶴年(左)。 資料圖片


